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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针对失能老人（丧失

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 乐龄倡
导为其提供更为专业化的照顾，
重点推广有针对性的上门服务。

2011 年 4 月，乐龄在石景山
广宁街道成立了乐龄日间照料
中心。 作为全北京市首家日间
照料中心， 乐龄引入了企业管
理模式。 中心围绕老年人的日
常就餐、健康管理、心理慰藉、
休闲娱乐的服务需求， 设置了
营养配餐室、康复护理室、精神
关怀室、 文娱休闲室四位一体
的服务内容。

在日间照料中心的老人除
了基本的娱乐活动外，还可以享
受专业修脚理发、心理咨询和身
体康复服务。 目前中心最多可容
纳 20 位老人同时活动。

据了解， 石景山区的 60 岁
以上生活能半自理的老人都可
以来照料中心，每月服务费 1190
元，餐费 360 元，低收入老人的
服务费是 690 元。 可使用政府发
放的养老服务券。

目前，在上级民政部门的支
持下，乐龄在石景山社区重点推
广日间照料和上门服务。 服务范
围已经涵盖了石景山包括天翔
社区、古城路社区等在内的 7 个
社区。 乐龄已经为石景山社区
216 位老人提供的上门服务多达
1350 人次。 提供了近 4 千小时的
有偿服务。

除了在社区搭建居家养老
支持平台，乐龄还针对老年贫困
妇女启动小额资助，通过发动社
区互助组，进行技能培训，支持
老年贫困妇女开发手工艺品，帮
助她们改善生活质量。 目前，受
助群体主要是没有退休金及医
疗保险的老年贫困妇女。

鹤童：
养老服务产业集团的诞生

目前，我国的养老机构主要
分为两类：公办养老机构和民办
养老机构。 公办养老机构享受国
家为其确定的事业编制和财政
经费额度，民办养老机构则完全
采取市场化运作，由私人获得盈
利并承担风险。 后者对比前者，
收入来源只能依靠入院费，被迫

推行市场化价格，这就让经济拮
据的老人有养老需求而不得入
门。 而公办养老机构属于保障性
福利机构，份额极其有限。

在这样的背景下，1995 年 4
月 20 日，鹤童在天津诞生。 这家
由民间发起、民间投资、民间运
作的组织，定位为非营利性质的
养老机构———没有国家财政补
贴，营利不分红，只用于机构的
自身再发展，为养老机构的发展
探索了另外一条道路。

鹤童的主要收益来源为社
会捐赠和政府资助，同时在经营
上，也采用使用者付费、差别取
费的企业经营模式。 与企业不同
的是，鹤童并不以利润最大化为
追求目标，适当收费则是达成社
会服务使命和组织目标的一种
手段。

除了以协会的身份接受政
府资助外，鹤童还与政府进行合
作。 在北京市西城区汽南社区，
有一家鹤童养老院，名为“鹤童
北京月坛街道敬老院”。 这家养
老院鹤童采取的经营模式为：与
政府合作，进行托管。 该家养老
院的产权归西城区月坛街道所
有，月坛街道办事处负责对鹤童

的服务进行监督和评估并提供
政策支持；在合作中，鹤童是第
三方，不管财务，不设会计，也不
进行前期投入，只负责自己擅长
的经营管理工作。

这种管理模式始于 2007 年。
彼时，月坛街道敬老院经营效果
不佳。 托管给鹤童的当年，养老

院就实现了收支平衡，并营利十
余万元。

“政府组织进行基础设施的
建设， 招标社会组织进行管理，
是今后解决养老问题的发展趋
势和最佳解决方式。 ”这是天津
鹤童老年福利协会副理事长方
嘉珂一直坚守的想法。

养老护理上，鹤童则克隆德
国模式，实行长期照顾的专业化
模式。 鹤童提出“提高老年人生
活质量， 保持老年人晚年尊严”

的严肃命题；引进“让躺着的老
人坐起来、 让坐着的老人站起
来、让站着的老人走起来”的护
理程序；停用传统尿布而改穿尿
裤； 推广养老护理员八小时、三
班倒的工作制度；采用对不能自
理老年人七个等级和对痴呆症
老人五个等级的评估制度。

据介绍，鹤童分布在京、津、
川、鲁等地 8 座长期照护老人院
舍共有 1300 张床位，已经入住了
近千人。

鹤童在开展机构养老服务
的同时， 还开展了多种形式、多
种项目的为老服务，例如提供就
餐、日间照护等，还专门成立了
居家照护团队，积极开展为需要
帮助的老年人提供居家式照护
服务，包括入户洗澡、配送营养
餐等，让因各种原因尚未入住敬
老院的老年人在家也能享受到
专业化的照护服务。

2007 年，鹤童接到天津某集
团公司捐赠的 100 万元，经协会
理事会讨论后决定，用这 100 万
元、再加上协会从各方面压缩支
出经费的 100 万元， 共计 200 万
元，登记注册成立了“鹤童老年
公益基金会”， 扩大了鹤童的帮
扶范围。

除此之外，鹤童还主动承担
起培训的责任。 1998 年鹤童成立
老人护理职业培训学校，13 年来
为全国养老机构培训了超过
5000 名养老护士。

而现在的鹤童，已经从十几
年前的一个不起眼的组织，发展
成了一个年收入过千万元的养
老服务产业集团。 有关资料显
示， 鹤童目前涉及院舍养老、医
疗卫生、居家照料、老年餐饮、清
洁管家、 护理教育、 老年用品 7
大领域。 设有老年病专科医院、
老人护理职业培训学校、国家职
业技能鉴定所、老年用品研制开
发机构、老人营养餐配中心等系
列服务机构。 鹤童老年福利协
会、 鹤童民办非企业系列单位、
鹤童老年公益基金会三位一体，
形成了一个完善的老年服务产
业链。

爱心护理工程：
依托优惠政策 迅速发展

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
的前身是中国老年基金会，成立
于 1986 年 5 月。是民政部和全国
老龄办领导下的为全国老年人
服务的民间慈善组织。 作为全国
性公募基金会，现下设爱心护理
基金、贫困老人援助基金、老年
健康基金等 30 余个专项基金。

“爱心护理工程” 是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的重点项
目， 计划在全国 300 多个地级
以上的大中城市， 建立一批为
城市高龄老人提供专业护理和

临终关怀的“爱心护理院”以及
面向老年人的服务设施， 为老
年人创造良好的养老和生活环
境条件（如适宜集中居住的老
年公寓和提供居家服务的老年
福利社区等）。

其中具体包括： 爱心护理
院；老年住宅、老年公寓、老年福
利社区、老年大学和老年活动中
心等配套设施。 该项目是动员社
会力量、筹集社会资金建设的老
年福利服务公益性事业，中国老
龄事业发展基金会作为其主管
单位，负责总体布局、项目审核、
试点推动、监督指导和批评表彰
的工作。

该项目面对有经济能力的
老年人， 提供有偿护理服务；面
向经济能力有限的老人，提供免
费服务。 该项目的发展得到了政
府的大力支持和众多优惠政策：
国家发改委将该工程列入国家

“十一五”规划，积极协调国家有
关部门和地方各级政府推动相
关项目的建设规划的编制和立
项工作。

除此之外，民政部将该项目
列入社会福利机构对待。 也就是
说，项目在建设用地费用和市政
等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费等方面
给予减免，对投资者国家给予税
收优惠政策，暂免征收企业所得
税以及所建项目房产税、城镇土
地使用税等税种。

该项目还获得了财政部的
大力支持。 除了支持彩票公益金
外，为了鼓励捐赠人热情，财政
部门和税务部门还给予捐助单
位和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的优
惠政策。

卫生部对“爱心护理院”的
设施建设，医护人员的配备等都
给予指导和支持；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将“爱心护理院”列入
医保范围；国土资源、建设、规划
部门将“爱心护理工程”项目列
入当地城市规划，在规划和征用
土地中都给予一定程度的政策
优惠。

具体执行上，“爱心护理工
程”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可以是
民政、卫生事业单位，一个机构
两个牌子，也可以是民非、公办
民营。 项目本身自主经营，自负
盈亏。

据了解，2011 年，在完成“十
一五”计划后，“十二五”期间该项
目计划将在全国， 按照平均每年
递增 60家爱心护理院的速度，再
发展 300 家，争取在“十二五”末
达到 600家爱心护理院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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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4 月，鹤童建起社工站


